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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法庭布局
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人民法庭是法院的神经末梢。为
此，我们根据辖区人口分布、区域特点，
因地制宜，对全市 49 家人民法庭进行优
化布局，不断延伸司法为民触角，把审判
法庭搬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志君告诉记
者，今年 2 月，宁波中院成立了“推进人
民法庭现代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科学
谋划、主动作为，进一步推进人民法庭专
业化、智能化、全方位发展。

近年来，余姚市梁弄镇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产业。为助力乡村振兴，余姚市
人民法院梁弄人民法庭承担起了旅游巡
回法庭的特殊使命。

今年上半年，陈某打算在梁弄镇大
岚村开发景点，却因建设工程堵住了黄
某承包的山林出入口，被起诉至梁弄法
庭。法官勘验现场后认为，旅游项目不
能停，村民诉求也要解决，于是想出了一
个两全之策：陈某将游人步道铺设至黄
某承包地旁，这样既保障了黄某的通行，
也使项目顺利进行。

2020 年 6 月 16 日，宁波市江北区人
民法院慈城人民法庭利用巡回审判车搭
建“移动法庭”，在山东村上演了一场特
殊的法庭调解。法院依法确认照料孤寡
老人 30 年的邻居老徐获得一半遗产。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举行
全国两会首场全媒体直播访谈，与该案
主审法官现场连线，用小案例彰显大道
理，传递崇德向善的社会正能量。

宁波全市现有 49 家人民法庭，数量
居全省首位，此外，还设立了 12 个巡回
法庭、11 个巡回审判点，形成了以中心

人民法庭为主，巡回法庭、巡回审判点为
辅的多层次、立体化司法服务网络，提高
了司法服务的覆盖面和便利性。全市法
庭覆盖宁波面积和人口率达 83%，并以
全市基层法院 27%的法官人数办结了全
市基层法院 45%的民商事案件。

在优化法庭布局的同时，宁波法院
多措并举，不断夯实基层基础，让人民法
庭的硬件与软件实现双提升。

宁海县人民法院 6 个人民法庭均与
企业、村委会等建立党建联盟，积极参与

“三服务”活动，成为宁波法院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全面推进法庭支部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的典型代表。

余姚法院陆埠人民法庭负责人叶科
技扎根基层法庭十余年，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法院姜山人民法庭庭长周小鸥将一
线审判经验转化为优秀代表建议，宁波
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小港人民法庭副庭长
彭晓晓创新普法方式，生动展现了宁波
法院把人民法庭建设成为法治人才培养
基地的丰硕成果。

今年 4 月，宁波中院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在全市法院
开展“千名代表委员走进人民法庭”活
动，邀请 1000 名代表、委员走进全市人
民法庭，有力诠释了宁波法院通过开门
纳谏、问计于民，进一步优化服务、提升
质效的信心与决心。

践行便民利民
聚焦“当事人一件事改革”

人民法庭是法院和基层群众联系的
窗口和纽带。如何让司法更贴近人民，
努力实现“办案最公、用时最少、老百姓
司法获得感最强”的目标要求？宁波法
院开展了一系列有力探索。

今年 4 月，李某因一起交通事故受
伤，她在慈溪市人民法院范市人民法庭
打了一场官司。判决生效后，对方并未
主动履行赔偿义务，李某只能申请强制
执行。以往，她要前往 30 公里外的慈溪
法院，但现在，在家附近的范市法庭就可
以申请执行立案。最终，双方不仅达成
执行和解，李某还获得了司法救助金。

让李某享受到如此便利的，是慈溪、
宁波市镇海区等法院积极开创的法庭

“自审自执”闭环纠纷新模式：法庭通过
打造立、审、执一体化的人民法庭办案团
队，强化审执联动，确保胜诉当事人权益
得到及时兑现。宁海法院通过将执行团
队下沉至人民法庭，取得了实际执行率
81.18%，居全省基层法院第二，平均执行
天数同比下降 6.5天的良好效果。

2020 年，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西
郊人民法庭创新物业纠纷多元调解新模
式 ，实 现 辖 区 6 个 小 区 物 业 费 欠 缴 清
零。这一成效的背后，是宁波法院积极
探索的人民法庭类案集中管辖模式。除
指定管辖案件外，部分法庭集中办理金
融、道交、物业等特定案件，努力实现专
业化、精准化司法服务在法庭的提质升
级。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方桥人民法
庭是一家不动产审判专业法庭，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共受理 659 件涉不动
产纠纷案件，调撤率达 85.79%。

为进一步激发人民法庭为群众提供便
利化服务的原动力，宁波中院指导各基层法
院聚焦辖区群众和企业司法需求，创建城
市、城镇、山区、渔港等各具当地特色的人民
法庭品牌。通过海曙西郊“社区流动法庭”、
镇海骆驼“法暖外来人口法庭”、象山石浦

“渔港法庭”、宁海深甽“山里人法庭”等，把
司法服务精准延伸到基层最前沿。

2020 年 9 月，收到象山县人民法院
石浦人民法庭抚养权纠纷开庭传票的刘
某十分焦急，当天已是周五，可下周就要

“开渔”。没想到，法官在得知情况后一
下子解决了他的难题：在征得原告同意
后，法官将开庭时间安排在了周六上午。

休渔期是渔民们一年中最为闲暇
的 时 间 ，也 是“渔 港 法 庭 ”最 为 忙 碌 的
审 判“黄 金 期 ”。2020 年 以 来 ，石 浦 法
庭有 45%的案件在四个半月的休渔期内
开庭，平均审理天数仅 30天。

深化诉源治理
建强纠纷化解“桥头堡”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
抓前端、治未病。宁波法院自觉传承和
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新时代“枫桥经
验”等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发挥人民法庭
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主阵地作用，
着力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去年 10月，因为一笔 4600余万元的
巨额债务，一名债权人来到宁波市镇海
区矛调中心。当时，镇海区人民法院骆
驼人民法庭已在全省率先整建制入驻区
矛调中心，形成了全程指导调解员化解
纠纷的工作机制。调解员将被告约至矛
调中心后，又叫来法官和执行员共同调
解。调解员以情动人，法官以理服人，执
行员详细阐述自动履行红利，当天晚上，
双方达成调解。

“我本来以为这些油钱最起码要大
半年才能到手呢！”看到转账信息，象山
某加油站老板陈某露出了笑容。

这两年，村民张某陆续拖欠了陈某
近 2 万元的柴油钱，他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来到“乡里乡亲”共治驿站，没想到很
快就调解成功了。

今年 4 月，象山法院定山人民法庭
在行政村试点设立“乡里乡亲”共治驿
站，借力党委乡镇以及基层调解组织、网

格力量，初步形成了以“法官说法、警
民说事、综治调解、乡贤参事、村民说
事”相融合的诉源治理工作机制，使得
诉前调解更加精准高效。

此外，慈溪法院积极组建“网格法
官”队伍，下沉力量“融网进格”，定期
入网指导调解、开展法治宣传、进行纠
纷预警，扩大基层纠纷化解力量，从而
将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
源头。

2019年至2020年，宁波全市法院收
案量分别下降3.04%和3.29%，2020年诉
前纠纷化解率达41%，同比上升22.25%。

打造“线上法庭”
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今年以来，宁波法院以“浙江全域
数字法院”改革和“未来智能法庭”建
设为契机，利用数字化手段，全力延伸
人民法庭职能触角，在余姚法院“E 站
法庭”、海曙区法院远程指导解纷机制
及鄞州区法院探索推进的“司法数据
研判预警平台”基础上，倾力打造具有
新时代人民法庭特色的“线上法庭”。

该平台以司法为民、司法依靠人
民理念为引领，以人民法庭为中心，依
托互联网技术，设置快捷解纷、司法协
助、数据分析、法治宣传等功能模块，
线上连接矛调中心、镇街村社、协会商
会及调解员、网格员等组织和个人，具
有全流程集约融合、多元解纷主体共
享互助、多终端操作便捷等特点，助力
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
业化水平提升。目前，“线上法庭”已
在全市范围内试点运行。

通过快捷解纷功能模块，人民调
解员可以发起在线调解，并邀请法官

远程指导，达成调解协议，还可申请在
线司法确认。北仑区白峰街道矛调中
心在处理一起邻里纠纷时，连线北仑
区法院柴桥人民法庭，法官从法律规
定、后续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指导调
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通过司法协助功能模块，法官可
以发起由网格员、调解员等协助送达
法律文书、协助调查、完成部分执行
协助事项的相关请求，也可以协调基
层组织帮助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体验
在线诉讼的便利。在一起涉老年人
的离婚案件中，奉化区法院江口人民
法庭法官通过“线上法庭”向后胡村
网格员发起协助调查，了解夫妻生活
情况。最终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达
成离婚协议。

通过数据分析功能模块，法庭可
以采集相关审判数据，将分析结果通
过“线上法庭”向社会公开，为基层实
现精准治理提供参考。下一步，该功
能将进一步拓展，平台可提取法庭辖
区内案件信息，生成解纷地图和风险
评估报告，供党委、政府决策参考。

通过法治宣传模块，巡回审判的
直播画面可以精准传输至各乡镇一个
或多个网点，典型普法案例也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加以呈现。宁海法院
深甽人民法庭还联合镇政府成立了

“青年法治培训基地”，通过“线上法
庭”开展培训。利用分屏形式，法官一
边授课，一边展示课件，并随时与学员
进行沟通交流。

下一步，宁波法院将深入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坚持便于当事人诉讼、便
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高效行使审
判权、便于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
原则，不断开创新时期人民法庭工作新
局面，为宁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先行市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近年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当事人一件事”改革，精准发

力、便民利民；建强矛盾纠纷化解“桥头堡”，持续深化诉源治理；打造“一庭一品”特色品牌，全面夯实强基导

向，大力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实现新跨越，切实为促进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赋能助力。

宁波宁波：：筑牢矛盾纠纷化解筑牢矛盾纠纷化解““桥头堡桥头堡””
本报记者 余建华 余 宁

图①：象山法院石浦人民法庭审判团队带着国徽上渔船开展
巡回审判。 孙素静 摄

图②：宁波市江北区法院慈城人民法庭法官到农村巡回审判。
凌宇磊 摄

图③：借助“线上法庭”，宁波市海曙区法院望春人民法庭法官
在线指导调解员化解纠纷。 陈 艳 摄

图④：余姚法院梁弄人民法庭法官到村里开展民法典普法
宣传。 卢文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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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受理公诉机关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

诉人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检察院起诉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被告裴敏、奇来滥伐林木公益诉讼一案。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达成如

下调解协议：1.被告裴敏、奇来共同对补种的474株进行管控，管护抚育

三年，至2024年4月30日，如不能保证成活率在95%以上，应当按照原

方案进行恢复或者承担3.7044万元的生态修复费用；2.被告裴敏、奇来

在市级以上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公

告期为刊登之日起三十日。 [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二力公司转重整的公告 2020年12月21日，广东省廉江市人民

法院作出（2020）粤0881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受理廉江市二力
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力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广东省廉江市人

民法院于2021年7月14日作出(2021)粤0881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自2021年7月14日起对二力公司进行重整。

廉江市二力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根据深圳嘉利恩电子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7月22日

裁定受理英德启利达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8月

16日指定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英德启利达电子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10月20日前，向管理人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郑燕青；座机：0763-3368482，手机：13926671272；邮箱：

1342601292@qq.com；通信地址：清远市清城区赢之城东北门三楼广

东大观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51150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偿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英德启利达电子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

于2021年10月27日下午15时在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粤0308强清2号 本院于2021年6月17日裁定受理深圳

市方鸣广告有限公司申请深圳龙魂广告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同时

指定北京安理（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深圳龙魂广告有限公司清算组，

张准为负责人。本案受理之后，就深圳龙魂广告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权

利义务产生争议的，应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受理前已经开始而尚未

审结的有关深圳龙魂广告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的民事诉讼由原审法院

继续审理，原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清算组负责人。深圳龙魂广告有限公

司强制清算的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院指定的地

点申报债权。深圳龙魂广告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债权申报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

田路 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 1412联系人：张准、冯建华联系方式：

15976883020、18675552605。 [广东]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龙立果：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杭州信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湘0602执3376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该通知限你在公告期满三日内自动

履行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2019）湘0602民初9927号民

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李勇军：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杭州信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湘0602执3369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该通知限你在公告期满三日内自动

履行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2019）湘0602民初733号民事

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屈培波：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杭州信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湘0602执3371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该通知限你在公告期满三日内自动

履行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2019）湘0602民初9925号民

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洪青断：本院在申请人林慧琼与被执行人洪青断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中，由于被执行人未能履行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的（2019）闽0206
民初6126号民事调解书的还款义务，本院现依法向被执行人洪青断公

告送达（2021）闽0206执恢769号执行通知书、执行案件告知书、财产报

告令、拍卖裁定书、厦门市同安区海峡国际时尚创意中心A7地块地下室

地下二层第1035号车位的评估报告。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洪青断

名下址于厦门市同安区海峡国际时尚创意中心A7地块地下室地下二层

第1035号车位，并委托厦门翰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

上述车位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190000元，本院将以190000元作为上

述车位拍卖的参考价。该公告见报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你

们对上述询价结果有异议，须于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提出，否则本

院将依法进行拍卖。 [福建]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余新跃：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杭州信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湘0602执3377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该通知限你在公告期满三日内自动

履行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2019）湘0602民初9935号民

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王滔：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杭州信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湘 0602
执 3373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该通知限你在

公告期满三日内自动履行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2020）湘 0602 民初 735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李镇：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杭州信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湘0602执3169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该通知限你在公告期满三日内自动履

行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2019）湘0602民初9940号民事

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李璐璐：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陈文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湘0602执255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执行裁定书。该通知限你在公告期满三日内自动履行湖南省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2019）湘0602民初920号民事判决书所

确定的义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粟江霞：本院立案执行的（2021）湘1230执344号申请执行人陈

映九与被执行人粟江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湘 1230执 344号执行通知书、失信决定

书、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及其他执行文书，限你自公告期限届满

后立即向申请执行人陈映九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

利率24%计算，从2017年9月4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负担申请执行费650.00元。逾期仍

不履行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公告期限为60日，公告期满即视为

送达。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戴铁肩、蒋少林：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简单申请执行戴铁

肩、蒋少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们目前下落不明，现本

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湖南美仑【2021】房估字第 0407号房地产

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载明：被执行人蒋少林提供抵押的位于长沙

市开福区湘春路234号长雅楼903号房屋（房产证号：长房权证开

福字第 00345414号）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51.03万元。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上述评估报告有异议，应

在报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逾期本院将依法

对被执行人蒋少林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湘春路 234 号长雅楼

903号（房产证号：长房权证开福字第 00345414号）的房屋进行拍

卖。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杨涛：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石添金与被执行人杨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湘1230执311号

执行通知书及其他执行文书，限你自公告期限届满后立即向申请执行人

石添金偿还借款本金3.98万元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负担

案件受理费397.50元、申请执行费497.00元。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依法强

制执行。公告期限为60日，公告期满即视为送到。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房师森、崔培霞一案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未履行义务，兹定于2021
年 9月 30 日上午 10 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f.taobao.
com/0532/13）依法对被执行人房师森所有的停泊于山东省寿光市羊口

港的“鲁寿渔65116”号渔船予以公开拍卖。该船基本状况、起拍价、拍卖

须知、竞买需交保证金数额等详见相关网站信息，看船时间于登记日前截

止。凡与被拍卖船舶有关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申请

债权登记，逾期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偿的权利。开户行：农行青岛东

海西路支行账号：38020401040000388全称：青岛海事法院联系人：邵学

斌0532-58589933。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西安威能实业有限公司、赵美滑：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兴庆路支行与被执行人西安威能实业有限公司、赵美

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现决定拍卖被执行人赵美滑名下所位于西安

市泾河工业园区泾渭五路水岸明珠2号楼20805号（合同登记号：2012-
3230）房屋一套。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陕0103执恢870号执行裁定书和网络询

价报告（中国工商银行融e购电商平台询价结果455972元、京东大数据评

估询价平台询价结果430415元、阿里拍卖大数据询价平台结果537730
元），本院以三家平台询价结果的平均值为参考价。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上述网络询价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

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网络询价的，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义务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赵登云、陈红丽：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季娟与被执行人超登

云、陈红丽民间借贷纠纷的（2019）陕 0523 民初 2042 号民事判决一

案中，对被执行人赵登云名下位于大荔县城关镇东府印象 1-4-
1502 室房产进行了评估，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陕西建业房地资

产评估测绘（集团）有限公司作出的陕建业房评（2021）第 0627219
号评估报告书及（2021）陕 0523 执恢 256 号拍卖裁定书，本案所涉

标的物的评估价值为 560700 元。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价格有异议，应当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异议期满未申请重新评估

的，本院将依法公开网络拍卖。拍卖事宜与本院执行工作局联系

（电话：0913-3256521）。 [陕西]大荔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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